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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黄花菜蓟马的发生及综合防治
陈兰珍 1 刘生瑞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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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陇东黄花菜蓟马的发生症状尧发生规律袁具体包括农业防治尧物理防治尧生物防治尧化学防治等方面
内容袁以期为黄花菜蓟马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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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菜在陇东的庆阳尧平凉栽培历史悠久袁其色

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特色增收产业遥

泽鲜艳尧条长肉厚尧营养丰富袁具有良好的外观特征和

随着黄花菜面积的不断扩大袁黄花菜受蓟马的危

食用品质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遥地处陇东黄土高原腹地

害也越来越严重袁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袁特别是

的合水尧西峰尧镇原尧庆城尧环县尧泾川等县区袁是黄花

2019 年发生最普遍遥 据统计袁陇东地区黄花菜蓟马发

菜的适宜栽培区遥 该区域年日照时数 2 250耀2 600 h袁

生面积 1.38 万 hm2袁占当地黄花菜栽培面积的 57.5%袁

3 200 益袁年平均气温 8.6 益袁年降雨量 450耀660 mm袁

0.36 万 hm2袁占全县黄花菜栽培面积的 90%袁平均被害

太阳年辐射量 257.5 kJ/cm 袁逸100 益有效积温 2 600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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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期 140耀180 d遥 该地区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袁土层深厚袁土壤肥沃袁光热资源丰富袁早晚温

差大袁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气候特征与黄花菜喜光尧

黄花菜平均减产 18.6%遥 环县黄花菜蓟马发生面积达
株率 86.6%袁单株虫口 38.8 头袁严重田块单株虫口达

100 头以上遥 庆城尧镇原尧合水等县区黄花菜蓟马均有
不同程度的发生遥蓟马隐蔽性强尧繁殖快尧易暴发袁近年

喜温尧耐旱尧耐寒尧耐瘠薄的生长习性相吻合袁特别适

来已成为陇东黄花菜主产区的主要害虫袁严重影响黄

宜黄花菜栽培袁是全国黄花菜四大主产区之一遥 黄花

花菜的品质和产量袁降低其商品性袁使其失去市场竞

菜不仅是陇东传统特色地方名优产品袁而且是具有地

争力遥为了较好地控制黄花菜蓟马的危害袁选择最佳防

肃省野特别特冶野甘味冶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遥 近年来袁

治方法袁笔者于 2018 年开始选点袁通过田间观察黄花

菜蓟马发生情况袁初步掌握了黄花菜蓟马发生规律袁并

当地政府积极发挥地方优势资源袁大力发展地方特色

指导开展了综合防治试验示范袁建立综合防治点 5个袁

方特色的区域优势产业遥 庆阳黄花菜 2020 年荣获甘

农业袁加大产品开发力度袁通过积极引导扶持袁改良本
地传统优质马莲黄花菜品种袁引进推广外地新品种袁
配套推广先进适用新技术袁建立黄花菜加工企业袁生产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遥庆阳市黄花菜面积达 2.4 万 hm2袁
鲜菜总产达 8.6 万 t 以上袁干菜总产达 1.8 万 t袁面积和

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面积和总产量的 48.8%和 31.2%袁

位居全国之首[1-2]遥 庆阳市环县把黄花菜产业作为精准

扶贫的特色增收产业积极扶持培育袁通过创办黄花菜

农民专业合作社袁积极带动贫困户栽植袁建立规模化
示范基地袁实行标准化生产遥 2019 年全县栽培面积已

开展综合防治示范面积 1 080 hm2袁取得了较好的防治
效果遥

1 发生症状
蓟马主要为害黄花菜的叶片和花蕾袁以成虫和若
虫锉吸黄花菜植株幼嫩组织袁多集中在叶背面或花薹
的心叶夹缝中活动袁喜食黄花菜嫩叶尧心叶及嫩薹遥 黄
花菜叶片被害后变硬尧变薄袁叶片中脉两侧出现白褐
相间条斑袁表皮呈灰褐色曰受害严重时植株叶片卷曲
变形袁甚至枯萎遥 受害植株生长缓慢尧矮小袁节间缩短袁

达到 0.4 万 hm2袁年产鲜黄花菜达 1.5 万 t 以上袁黄花菜

严重时不能抽薹曰能抽薹的花蕾短小尧弯曲袁花梗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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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特征袁严重影响产量和商品价值遥

成黄褐色的蓟马锉吸痕迹袁使黄花菜产品失去应有的

2 发生规律
蓟马属缨翅目蓟马总科袁全发育阶段分卵尧幼虫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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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 3 个阶段袁属不完全变态类型遥 成虫体小袁深褐色袁

3.2 综合防治方法

现遥 头后口式袁以锉吸式口器锉破植物表皮取食袁吮吸

田间地头的禾本科杂草和枯枝残叶袁清除蓟马早期寄

体长 1.4耀2.6 mm遥 因虫体细小袁一般在田间不易被发

3.2.1 农业防治遥 淤清除杂草遥 秋后及早春袁及时清理

植株汁液遥 初羽化的成虫能飞善跳袁又能借风力传播袁

主袁集中烧毁或深埋袁消灭越冬成虫及若虫袁减少越冬

之后逐渐畏强光袁善隐藏遥 白天阳光强烈时袁成虫一般

基数袁控制田间种群数量遥 于合理密植遥 黄花菜一般

躲藏在黄花菜叶背或叶心内取食遥 若虫体长 1 mm 左

采用分株穴栽的方法种植袁一般按照 1.5耀1.8 m 的行距

白天多栖息在植株叶片背面袁阴天则全体活动遥 蓟马

每穴 3耀5 株袁栽植密度 52 500耀67 500 株/hm2遥 黄花菜

右袁体色浅黄色至深褐色不等 遥 晴天早尧晚活动危害袁
[3]

以孤雌生殖为主袁也可两性生殖遥 卵长约 0.3 mm袁肾

形袁乳白色或乳黄色袁多散产于植株叶肉组织中袁每头
雌虫可产卵 20耀30 枚遥雌成虫寿命 10 d 左右袁卵期 7 d
左右遥 初孵若虫呈灰色袁后逐渐变为黄褐色遥

据观察袁蓟马在环县 1 年发生 6耀8 代袁世代重叠袁

以成虫在禾本科杂草和枯枝落叶层尧土壤表皮层中越

冬[4]遥 翌年 5 月上中旬出现第 1 代袁6要7 月是黄花菜蓟

马发生高峰期遥 10 月下旬进入越冬期遥 蓟马有趋嫩绿
的习性袁因而嫩叶尧心叶及嫩薹受害严重遥 温暖干旱环
境对蓟马活动有利袁温度和湿度对蓟马的生长发育有

带状栽植袁穴距 0.4耀0.5 m袁栽植 12 000耀18 000 穴/hm2袁
可栽培在地埂边袁也可全田带状栽培袁还可与小麦尧大

豆套种遥 通过改变田间小气候袁降低蓟马的危害程度遥
盂加强管理遥 及时施肥袁培育壮苗健苗袁增强植株抗逆

性袁减轻受害程度遥 有灌溉条件的地方适时浇灌袁可消
灭一部分地下若虫和蛹袁减轻危害遥 及时清除老叶尧黄
叶袁减少田间虫口基数遥
3.2.2 物理防治遥 利用蓟马趋光的习性袁在田间设置
黄渊蓝冤色粘虫板诱杀成虫袁粘虫板摆放高度应与黄花
菜持平袁挂插密度为 300~450 个/hm2遥 根据蓟马虫害轻
重按照 3~5 d 的间隔进行替换遥 也可设置糖醋盆诱杀

显著影响袁一般温度 24耀30益尧相对湿度 40%耀70%是

成虫袁糖醋溶液按照 6豫红糖+1豫醋+少量吡虫啉或噻

大袁不利于蓟马活动遥当温度达到 32 益以上尧湿度达到

间袁用来诱杀昼伏夜出的蓟马害虫遥

蓟马最适宜发生的温度尧湿度范围遥 温度过高尧湿度过

虫嗪的比例配制袁 每天傍晚放入黄花菜田间的行垄

饱和时袁蓟马若虫会全部死亡遥 如遇大暴雨或大水漫

3.2.3 生物防治遥 保护黄花菜田间的瓢虫尧食蚜螨尧小

灌袁能抑制蓟马成虫或若虫的活动袁影响若虫孵化袁在

花椿等蓟马天敌袁利用自然天敌抑制蓟马的发生曰选

一定程度上减轻蓟马的危害遥 相对湿度在 60%以下尧

用 25 g/L 多杀菌素悬浮剂 1 000耀1 500 倍液袁或 60 g/L

气候有一定的关系袁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有利于蓟马

剂 1 000耀1 500 倍液等生物制剂喷雾防治遥

气温 22~25 益时为活动盛期 遥 蓟马的发生与田间小
[5]

的危害袁降雨对种群数量有较大的抑制作用遥通风干燥
的地方蓟马发生量较大袁隐蔽潮湿处发生量小遥 杂草
是蓟马的中间寄主袁靠近地埂边或杂草多的田块虫量
大尧受害重遥 山地梯田发生严重袁川地发生轻遥

3 综合防治方法
3.1 防治原则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2 000 倍液袁或 1.5豫苦参碱可溶

3.2.4 化学防治遥 选用 10豫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耀

2 000 倍液袁或 5豫啶虫脒 1 000 倍液+2.5豫高效氯氟氰

菊酯 1 500 倍液或 1 500耀2 000 倍液袁或 1.8豫阿维菌素

乳油 1 500耀2 000 倍液袁喷药液量不低于 450 kg/hm2遥

喷药要全面袁特别要注意喷施到叶背面遥 一般间隔 7耀

10 d 喷 1 次袁连喷 2耀3 次遥 几种药剂应交替使用袁以免

3.1.1 早发现尧早防治遥 蓟马繁殖速度极快袁且可孤雌

蓟马产生抗药性遥开花期尽量不喷药袁以免影响黄花菜

生殖袁因而要坚持及早发现尧及时防治的原则遥 一旦错

的品质遥

过防治适期袁防治难度大袁防治成本高袁防治效果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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